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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施白鹿原水厂北线高压输水管道抢
修，西安市自来水有限公司将于 5月 18日 10
时至5月21日10时（共3天）对白鹿原水厂北
线高压输水管道停水。抢修期间，原由白鹿
原水厂供水的纺织城高区和洪庆高区将由灞
河水厂供水。纺织城高区（纺西街以东（不
含）、鹿原街以西、纺北路以南（不含）、纺南路
以北）供水压力将平均下降0.25兆帕，洪庆高

区在白天用水高峰时段供水压力将会下降，
上述区域不会出现平地断水情况。在水源切
换期间，以上区域供水水质有所波动。请该
区域用户提前做好储水准备，如有疑问请拨
打供水客服电话 965113，由此带来不便敬请
谅解。

西安市自来水有限公司降压供水通告

西安市自来水有限公司
2019年5月17日

昨天下午，市民陈女士路过西安
南郊乐荟里商场，被一家饰品店吸
引。小小的门店，清爽的装修，陈女士
走了进去。

“老板，这个手机壳多少钱？”陈女
士问道，老板微微一笑，用手一指，吧
台上竖着一张小牌子，上面写着“店主
是聋哑人，不便沟通，不到之处，敬请
谅解”。

陈女士有些不好意思，将自己的
需求写在了本子上。刚想夸赞“手机
壳好漂亮”，她忽然意识到什么，立
刻朝老板伸出大拇指。老板笑着点
点头。

这应该是西安最安静的饰品店
了吧。

老板叫张群，29岁，江苏盐城人。
3岁时，因为医疗事故双耳失聪。老板
娘刘丽丽和他是同乡，34岁，同样因为
小时候的一次疾病，双耳失聪。

这是一家夫妻店，开业不到一个
月，卖的大多是一些年轻人的潮流饰
品。开业至今，他们每天往返于三爻村
的家和店里，打扫卫生、摆货、上货，创
业的付出和辛苦，他们早早就做好了心
理准备。

此前，张群曾在西安一个家具厂
打工，刘丽丽在江苏干美容化妆。两人
2011年结婚，婚后，刘丽丽也到了西
安。“这个社会，聋哑人想要找到一份工
作挺困难。”记者采访时，张群用手机打
字，与记者交流，“所以，就想到了创业，
要用双手创造幸福。”

然而，这家店的生意，并没有想象

中红火。除了固定客人并不多之外，夫
妻俩最大的困难就是沟通障碍。“不想
被同情，我希望客人是真心喜欢我们的
某一件商品。”张群说，会有客人进门发
现沟通困难就离开的。夫妻俩习惯了，
也理解。幸好大部分人都非常友善，没
有交流，但从他们耐心的等待和暖暖的
笑容中，夫妻俩能感觉到最大的善意，

“我希望自己成功后，能鼓励更多的聋
哑人创业。”

一星期前，店里招了一个女店
员小刘。“当时，我来找工作，也有过
一些顾虑，比如怎么沟通。但是，很
快就适应了，我干得还挺开心。”小
刘 25岁，西安人，她告诉记者，老板
和老板娘对她特别好，“他们虽然
是聋哑人，但是很乐观、很坚强。他

们还有一个 5岁的儿子，一家人感情
挺好。”

小刘也坦言，残疾人创业的确不
容易，“希望大家多来我们店里转转。”

文/图本报记者宋雨实习生叶璐

一个来自北京的陌生电话，让在
西安做生意的46岁男子王红科（化名）
以为自己涉嫌“洗钱”犯罪，18万余元
打了水漂。这件事已经过去了近一
年，他还在被骗的“余震”中苦苦挣扎。

“这18万元里，有9万多是我找亲戚
朋友借的，另外9万是在不知情的情况
下，被骗子指示着贷的网贷。现在我每
天都面临着数不清的催款电话。”王红科
希望自己的遭遇能引起人们重视。

“民警”打来电话
要他“配合调查”

王红科是安徽人，此前一直在北
京做小生意，3年前举家来到了西安。

去年 6月 15日中午，正在店里忙
活的他，突然接到一个来自北京的陌
生电话。“电话里，一个男的自称是北京
市公安局大兴分局民警，说我涉嫌一
起洗钱犯罪。”昨天，王红科向三秦都市
报记者讲述自己被骗的经过时称，该

“民警”告诉他，一个电信诈骗集团将
180万元赃款打到了他名下的银行账
户里，现在30多位受害人报了警，还有
一位受害人不堪压力自杀，案情比较
严重，需要他配合调查。

老实憨厚的王红科一下就被“180
万赃款”“有人自杀”等信息吓蒙了，连
连承诺会积极配合。第二天，他在对
方的要求下，出门跟其做了个电话“笔
录”。“电话里，这位民警指示我拍了我
的身份证正反面和每一张银行卡，还
让我录了好几个做点头、摇头等动作
的小视频，说是在帮我洗清嫌疑。”

为证清白
他筹款打到新办的银行卡上

王红科说，之后这位“民警”表示，

据已抓获的该犯罪集团成员供述，他之
所以会参与到洗钱中来，是因为可以获
得18万元的“好处费”，现在警方需要他
证明，他并不缺钱，不会为了这笔钱铤
而走险。

“证明的方法是，让我去办一张交
行的银行卡，尽快筹够18万元打到卡
里。”王红科告诉记者，这时为了让他
信服，一位自称“大兴分局局长”的男
子出场了。在这位“局长”嘴里，自己
犯的事更严重，于是，他为此事专门回
了趟安徽老家筹钱，筹到了 9 万余
元。 这一过程中，又有一位自称是

“中央领导”的男子联系他，软硬兼施，
要他乖乖配合。

经过十来天的“拉锯战”，精神已
处于崩溃边缘的王红科信了对方的
话，不但给了密码，还在对方指示下在
手机上进行了一系列操作。等到晚上
找了台ATM机一查这张银行卡，才发
现自己卡里的近19万元，都转入了一

个名为“刘玉江”的账户。

面临还款压力
他希望骗子早日被抓

“我卡里原本只有 9万多元，一
看转出去的总额，才发现下午他们让
我操作的是在网上贷款。当时银行
给我发转账提示，他们还给我说这是
虚拟转账。”发觉被骗，王红科随后在
西安公安雁塔分局大雁塔派出所报
了警，警方于 2018年 7月 2日对此立
案侦查。但遗憾的是这笔钱至今未
能追回。

王红科说，事发之后，他在西安开
的小店因无钱支付房租关门了，如今只
能靠在路边摆摊勉强维持生计。现在，
他不光面临着要给亲戚好友还款，每天
还在忍受着网贷催债电话的狂轰滥
炸。他希望骗子早日被抓。

文/本报记者 张晴悦
图/本报记者 李宗华

本报讯（首席记者
石喻涵）近日，咸阳市武
功县公安局在侦办一起聚
众斗殴案件中，通过深挖
细查成功打掉以蔡立(又
名蔡国强，男，42岁，西安
市鄠邑区人)为首的黑社会
性质组织，抓获犯罪团伙
成员耿毅(男，32岁，西安市
鄠邑区人)、刘金朋(男，34
岁，西安市鄠邑区人)、荣飞
(男，31岁，西安市蓝田县
人)等40余人，缴获枪支弹
药及大量管制刀具，蔡立
因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
质组织罪被执行逮捕。目
前，该案已被省“扫黑办”
列为重点督办案件。

经侦查查明：该黑社会
性质组织结构严密,长期以
暴力手段实施敲诈勒索、聚

众斗殴、故意伤害、故意毁
坏公私财物、非法拘禁等违
法犯罪活动，涉及我省5个
地市13个县区，严重破坏
经济、社会生活秩序。

为彻底摧毁以蔡立为
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根除
这一社会毒瘤，省公安厅发
布公号，面向社会征集相关
案件线索，希望广大群众积
极举报，公安机关对举报人
信息严格保密，对提供重大
线索者，奖励人民币1万—
2万元。同时督促在逃的涉
案人员早日投案自首，争取
政府宽大处理。

举 报 电 话 ：029-
37290229

傅警官：13891818891
董警官：18089181598
郭警官：18700044966

省公安厅征集蔡立等人
黑社会性质组织违法犯罪线索

昨天，西安市新城区
人民法院在全市基层法院
系统，首开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新闻发布会，通报新城法院
《开展扫黑除恶刑事司法保护
状况白皮书》《扫黑除恶“4321
工作方法”》《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十项举措》及扫黑除恶典
型案例，回应社会关注。

新闻发布会上，该院院
长姚建军通报了《西安市新
城区人民法院开展扫黑除
恶刑事司法保护状况白皮
书》，称自专项斗争开展以
来，相继审理了基层法院首

例异地管辖的三原骆小弟
涉黑案，办结了陕西省公安
厅挂牌督办的1号案件，也
是陕西省首例“套路贷”涉
黑案。该院还通报了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新
城法院承办的3起典型案
件，分别为被告人韩召海等
8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
性质组织案；被告人骆小弟
等18人组织、领导、参加黑
社会性质组织案；被告人马
宏全等25人组织、领导、参
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
本报记者张晴悦李宗华

新城区召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新闻发布会

扫黑扫黑除恶除恶
陕西在行动

本报讯（记者张晴悦）
遵照最高人民法院执行死
刑的命令，昨天，西安市中
级人民法院依法将在西安
曲江某小区入户抢劫、杀害
5名被害人的罪犯刘晨鹏
验明正身，押赴刑场，执行
死刑。

2016年6月24日，刘晨
鹏经预谋、伪装，携胶带等
作案工具，混入西安市雁塔
区翠华南路曲江某小区伺
机作案。发现业主王某(女)
未关防盗门，遂潜入室内，
持刀威逼被害人王某及其
两名女性亲属。劫得部分
现金和王某银行卡并获知
密码后，将3名被害人捆绑
离开现场。次日凌晨，刘晨

鹏用抢得的银行卡在案发
现场附近的ATM机取出人
民币 1.8万元后，返回作案
现场，将王某、王某的两名
亲属及王某的两名幼年儿
女杀害后逃离。

西安中院经过审理，于
2018年 2月 11日一审公开
宣判：以故意杀人罪、抢劫
罪，二罪并罚，判处刘晨鹏
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罚金人民币 10万元。
宣判后，刘晨鹏不服，提出
上诉，经陕西省高级人民法
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
持原判，并依法上报最高人
民法院复核。经最高人民
法院裁定，核准判处刘晨鹏
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80后聋哑夫妻创业开饰品店

我要用双手创造幸福
西安曲江某小区抢劫杀人案
罪犯刘晨鹏被执行死刑

“你涉嫌洗黑钱犯罪”
46岁男子接诈骗电话被骗18万余元

王红科被一通电话骗了18万余元

张群的温馨提示


